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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郑 磊 通讯员 杜园园

“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今天食堂

的饭菜感觉怎么样？”9月 30日，是市第

九小学校长陪餐的日子。

11点 35分，李彦虎校长和三年级一

班老师杨晓晗一起到学校食堂二楼。

午饭是牛肉面、馒头。学生依次坐好，

由食堂工作人员和老师将面条盛好后，

端到学生面前，另一名工作人员给学生

发放加餐的牛奶和面包。

校长和老师坐在学生的中间。就

餐过程中，李彦虎校长关切地询问旁边

的学生午餐饭菜质量和对餐品的要

求。“昨天是鸡肉香菇面，我吃了 3碗。”

听到这样的回答，李校长和老师都笑

了。“我们保证每名学生吃饱吃好，而且

就餐时不让学生自己打饭菜，防止意外

发生。”食堂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

学校食堂的角落有一个玻璃柜，柜

子上面放着一个记录本。“这是我们食

堂的食品留验柜，每餐每个菜品和主食

都要留样 48小时。一旦饭菜有问题，通

过饭菜样品、进货台账，就能迅速查出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学校食堂负责

人李世脘说。

“校长陪餐表明校领导对伙食的重

视。把孩子安排在学校就餐，我们放

心。”学生家长说。

校长陪餐，只是市第九小学打造校

园食品安全的其中一项举措。市第九

小学有师生 5000余人，接近三分之一的

学生留在校内就餐。该校严格落实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学校和食堂从

建立原材料采购台账，到规范的加工制

作流程和卫生标准，再到饭菜端上餐

桌，最后的留验检查，每一个环节都有

档可查。

“校园食品安全是监管的重点，也

是监管的难点。”该校负责食堂监管的

校领导何仁婕说。学校在校就餐的学

生人数逐年上升，再加上众口难调，以

前一些家长对学生在校就餐表示担忧，

对伙食标准也不太满意。“如何让家长

放心，让学生吃得安心”成了近两年来，

学校一直研究的问题。

“一定要把食堂的食品安全和质

量，落实在校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这是

李彦虎到第九小学就任之后，提出的要

求。在学校一系列措施严格监管之下，

食堂食品安全性和饭菜质量不断提高。

“家长把孩子安排在校内就餐，是

对学校的信任。学校会全力保障师生

用餐安全，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校

领导和学生一同用餐，能及时发现和解

决供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学校

每学期对配餐公司环境卫生、消毒工

作、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考察，

不断改进饭菜质量，给家长和学生吃上

‘定心丸’。”李彦虎校长说。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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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古 城

日前，报业传媒小记者中心联合南阳市口腔医院第

四门诊部举行“我是小牙医”职业体验活动。60名小记

者通过亲身体验、专家讲解、有奖竞答等环节，深入学习

了口腔健康知识，认识到了爱牙、护牙的重要性。

活动当天，小记者们早早到位于孔明路与关帝庙路

交叉口的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前集合。口腔医院的主

任医师为小记者们进行口腔专题讲座，带领大家了解牙

齿，学习口腔卫生知识，练习正确的刷牙方法步骤，小记

者们听得认真，记得仔细，最后还亲自上台进行模拟刷牙

比拼。

了解了基本口腔知识后，大家在医院护士的带领下

进入医院二楼的各个科室，了解口腔诊断步骤和治疗矫

正过程，参观各类仪器设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

了许多口腔知识。

参观学习完毕，小记者们穿上白大褂、戴上帽子变身

“小牙医”，为同行的小记者检查牙齿。“你有蛀牙哦，要少

吃甜食，尽快治疗。”“你的牙齿挺整洁的，今后要继续保

持哦。”小记者们认真地为躺在治疗椅上的同伴检查牙

齿，用刚刚学到的口腔知识有模有样地给出诊断意见。

活动最后，口腔医院的医生们对小记者们的口腔卫

生状况、牙周疾病和智齿发育等儿童口腔常见问题进行

了细致的口腔健康检查，并对小记者的口腔问题提出合

理化建议，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爱牙好习惯，助力小记者

健康成长。

有趣的职业体验活动，让小记者们认识了口腔健康

的重要性。“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收获，学到了许多护牙知

识，今后一定会好好保护牙齿，饭后刷牙，少吃甜食，定期

到医院检查牙齿。”小记者杨佳芸表示，回家后会把今天

学习到的爱牙知识讲给家人听，让全家人都能够拥有健

康的牙齿。②8

争做爱牙小卫士
——小记者走进市口腔

医院第四门诊部进行职业体验

到青岛游玩，最期盼的就是到阳

光海岸金沙滩。车一停稳，我就打开

车门跳下来，从行李箱中拿出泳衣和

沙滩鞋。等导游宣布完注意事项，我

和游伴就欢呼着奔向了大海。

沿着台阶下了海堤，眼前就是金

黄色的沙滩和碧蓝色的大海。我脱下

鞋，让双脚踩在被太阳烤得温热的沙

滩上，细软的沙粒轻轻抚摸着我的脚

底 ，那 感 觉 真 是 要 多 舒 服 就 有 多 舒

服。抓起一把细沙，让它慢慢地从指

缝间溜走，体验那种顺滑。

穿上泳衣，我就跳进了大海。起

先我不敢去深水区，只是站在浅水区

踏浪玩儿。后来我渐渐觉得也没什么

可怕，就又向前走了几步，一个浪头打了

过来，“哗”，强劲的海浪带着白色的泡

沫，怒吼着朝我冲了过来，狠狠地打在我

的小腿上，带起许多沙子。我觉得不过

瘾，干脆坐在水里，不一会儿，又一个浪

打了过来，比上一个大得多，我赶紧闭上

眼睛，生怕海水钻进去，海水劈头盖脸地

朝我砸了过来。强大的水流把我淹没

了，脑袋里“嗡嗡嗡”响着，好像住了一群

蜜蜂。

潮水退去，我忙不迭地抹着脸上

的海水，虽然有些狼狈，但是却十分

痛快。之后我又尝试了更多的姿势，

躺着、趴着、跪着，甚至在浪打来的时

候 跳 起 来 ，虽 然 玩 得 满 头 满 脸 都 湿

了，但是十分尽兴。

将近六点时太阳出来了，夕阳金黄

的余晖洒在海面上，好像给海面披了一

件金子做的外衣，这金色的圆皮球落到

了海面上，却停了下来，好像要再看看这

个美丽的海滩。几分钟后它又向下沉

去，在沉到只剩下一角的时候，它又恋恋

不舍地看了一眼暮色中的我们，接着，就

完美地沉入了云海。

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天边，映红了海

水，也陶醉了我这赶海的小姑娘。②8
（指导老师：张艺晋）

赶海的小姑娘
市十五小东校区五（四）班 孙燕歌

赏一片山河壮志常，品一阵书香梦

一场，写一行文字谱华章，阅一段诗文荡

气回肠……中国美，书中的中国更美。

翻开一页书，汲取天地日月精华，

感 叹 璀 璨 中 华 文 化 ，卷 起 一 席 风 吹 繁

花，如神话，品味悲欢离合，浪迹天涯。

我们每天拥抱着祖国的一阙晴天,在中

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在超脱尘世的美

中品味，在人情世故中学习着，在书海

中徜徉着。

或许我们不曾到过万里长城，不曾

见过千里江河，甚至少见山岳延绵，海

阔连天，暂时不懂中国的美。但当我们

手持书籍，腹有诗书,不觉中，境界与修

养已经升华。尽览中国美，可以令思想

“细水长流”，使一些美好的画面慢慢展

现，使过往的时光记忆伴着跳动的脉搏

源远流长。

拿起一本古书，放下曾经执念，春

秋秦汉，唐宋元明，十万里纵横，五千年

更迭，历经岁月沧桑，推移蹁跹。表层

不过白纸黑字，却使得我们跨越历史长

河，目睹中国由小小的中原腹地开拓发

展为当今的“雄鸡”，气宇轩昂。

中国美，记录在一书一册中，在中

华大地普天之下传递着、发扬着。装饰

着每一寸土地，胜过似锦繁华，百转千

回，以它自然人性的“真善美”，暖了一

片天，美了一世界。

诗中美景，吟一曲《离骚》感天动地，

诵一脉传统渊源传承，念一池荷塘月色

静谧，观中华大地分外美丽。一切美景

盛开在九州万里锦绣繁华，任凭沧海横

流风吹雨打化作那龙飞凤舞江山如画。

书中的中国真的很美！小到美丽的

标点，大到一部万字书目。体现的，何尝

不是脱离凡尘的圣洁灵魂；打捞的，又何

尝不是一颗颗迷途之心。

中国红美，中国情美，中国心美，中

国景美，中国韵美。一切的一切，在书

中涤荡的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总

和；所有的所有，在书中，净化的是中国

最美丽的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叫

“中国”。翻一页书，一寸一寸，嗅着中

国土地的荣光与辉煌，圣洁与芳情。书

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胜地，牵

引着亿万个灵魂。②8
（指导老师：陈绍玉）

书中的美丽中国
市二十二中学 宁含娣

（上接 01版）今年，该行牵头组建了

40.5亿元的外部银团贷款，有效助力

了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如期

举办。

不断创新业务模式，加大对民营

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2019年上半

年，累计为大中型企业投放非贴贷款

30笔，金额共计 15.08亿元。克服顺

周期思维，为龙成、西保、新纺、淅减

等一批地方龙头企业增加了授信，与

实体企业同舟共济。扶持困难企业，

对一些暂时因经营困难无法到期足

额还款的企业，在深入考察其经营情

况下，为其提供无还本续贷、期限调

整等再融资贷款。

深耕普惠金融
助力乡村振兴

金融之笔点燃小微创业、乡村振

兴。为助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该行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推出了供应

链融资、快贷、云税贷、科技云贷等自

助化、智能化产品，主动召开多场银

企对接会，不断提升小微企业和民营

企业信贷支持力度、办理便捷程度。

截至 8 月 31 日，普惠金融贷款余额

17.11 亿元，小企业授信户 1452 户。

同时，通过减费让利，更好扶持小微、

民营企业，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

引金融之水到达乡村。在全市

行政村普遍建设“裕农通”普惠金融

服务平台，即在未设立网点的县域乡

镇农村地区，与当地第三方（如农村

合作社、供销社、卫生诊所、超市、小

卖铺等）合作，设立“裕农通”普惠金

融服务点，为周边农村客户提供存、

取款，转账汇款，购买基金、保险、贵

金属、理财产品等普惠金融服务，实

施“五免四减”优惠政策，打造农民

家门口的银行。截至 8月份，已设立

“裕农通”服务点 1375户，随着该项

业务发展，将有更多农村居民享受到

普惠金融服务。

为扶贫插上科技的翅膀。2017
年以来，投入扶贫捐赠资金 60余万

元，用于贫困村危房改造、亮化工程、

文化活动中心建设等，显著改善了帮

扶村生产生活环境。依托善融商务

电商平台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在

“建融智合”平台中推出“金融扶贫”

版块。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试点

为突破口，开展农村资产抵押融资、

林权抵押贷款探索工作，积极探索大

型农用生产设备等创新担保模式，切

实解决贫困居民融资难的问题。

科技赋能金融
推动智慧便民

金融之笔纾解社会痛点、民生难

点。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助力实

现南阳市级及辖内 9个县级国库集

中支付电子化，有效提升了财政资金

支付的安全性和时效性。累计投入

资金 2000 多万元，发行社保卡超过

86万张，启动电子社保卡签发工作，

有效提高了社保服务效率。为南阳

市公积金中心研发上线“G系统”，为

公积金系统提高基础数据质量、简化

业务办理流程、实现资源共享提供了

有效助力。

率先在同业中推出住房租赁金

融服务和解决方案。截至 8月底，住

房租赁共享平台“CCB 建融家园”

“CCB建融公寓”南阳地区活跃用户

数 3万余户。上线住房租赁监管服

务系统，实现了租赁房源真实性核

验、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从业主体的

全流程管理；开放企业租赁服务管理

系统，为租赁企业提供资产租赁管理

服务，为租赁企业和租户打造便捷的

一站式服务；与市住建局协同推进公

租房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贯标工作，

近期即将上线。

打造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

校园、智慧社区等“线上+线下”金融

生态场景，助力构建智慧便民数字社

会。与辖内 8家医院合作实施“智慧

云医”项目；与企事业单位共建党群

综合服务平台、教育平台、企业智能

撮合服务平台等；与宛运集团合作，

开启“智慧出行”新格局；为合作单位

提供智慧停车服务，开启无感支付新

体验；龙支付、党费云、物业云等云端

服务切实便民利民；开通 ETC 在线

申请，已为全市数万车主免费安装

ETC。
跟进城市建设，在助力居民刚性

住房需求的前提下，支持改善性住房

需求，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打造南阳

金融消费生态圈。截至目前，该行个

人住房贷款余额 95.2亿元，居同业第

一，今年累计已投放 16.1亿元；个人

消费经营类贷款今年已投放 7.68亿
元。助业贷款对县域实体经济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以高效、便捷、自

主为特点的快 e贷和公积金快贷业

务为有小额资金需求的个人客户提供

了极大便利；购车分期、装修分期、分

期通等产品满足了客户的多样化日常

消费需求，以优惠的手续费率和快捷

的办理流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资源开放共享
履行大行担当

金融之笔点开共享大门，释放无

限潜能。自 2018年 8月以来，在全辖

40 个网点推出“劳动者港湾”，配备

卫生间、饮水机、微波炉、休息桌椅、

血压计、手机充电器等基础惠民服务

设施，重点为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

交通警察、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老

弱病残孕、走失儿童、考生等需要特

殊关爱的群体以及其他有需求的社

会公众提供便民服务。

建行大学是建行创建的企业大

学，旨在推进产教融合、赋能社会。

与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开展战略合

作，启动“金智惠民”工程，重点为小

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扶贫对象、涉

农群体、基层乡镇扶贫干部等开展培

训。南阳分行首期建行大学“金智惠

民 智享乐居”培训班，为南阳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系统共 110 人培训了公

积金“G 系统”、公积金快贷等业务。

还于今年暑期开展了“金智惠民 乡

村振兴”学子下乡实践活动，为大学

生提供了解乡村、感知金融、锤炼自

我的机会，也为乡村振兴送去智慧、

培育人才。

正如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所

说：“金融如水，既可不择细流成大

海、载实体经济之大船，也可引流

渗透到基层大地，解决深层次社会

问题。”未来，建行南阳分行将继续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进一步加快转型创新，

拓宽融资渠道，推进普惠金融，助

力乡村振兴，深化科技赋能，扩大开

放共享，实现新金融的华丽转身，为

南阳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更强

劲的金融动能。②5

以“ 金 融 之 笔 ”为 南 阳 添 彩

市第九小学校长李彦虎正和学生一起用餐 全媒体记者 郑 磊 摄

小小“牙医”认真为同伴检查牙齿

全媒体记者 古 城 摄


